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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市彩民机选 10 元中 832 万奖金
11 月 12 日晚，
大连彩市再传喜讯。当

中奖金额为每注 10 元（含加奖 5 元）。当

彩票站这五六年，经常遇到彩民问‘你的

晚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第 2017133

期我省中出的 1 注非复式投注一等奖被

店中过大奖吗？’我们很不好意思，只能拿

期开奖，开出的红球号码为“06、15、17、

我市彩民幸运揽获。

中过两个二等奖说事。这回可好了，我们

18、
23、
30”
，
蓝球号码为
“11”
。我市再中 1
注头奖，奖金 832 多万元，中奖投注站是

中奖彩民机选 10 元砸中头奖

位于旅顺口区龙头街道龙头村 235 号的
第 21020855 号福彩投注站。

截至发稿时，当期我市头奖中奖彩民

刮出幸运

终于可以挺起腰杆了！可以对得起彩民
这么多年对我们店的支持了。”
据李女士介绍，因为地处旅顺农村，

女彩民钟情体彩顶呱刮
刮出
“甜蜜蜜”10 万大奖

尚未兑奖。根据查询辽宁省彩票中心技

当地居民大多都出外打工了，彩票站客源

11 月可谓大连福彩的丰收月，大连彩

术部数据库数据，当期我市一等奖中奖彩

主要是当地企业的工人，但投注额普遍不

近日，我市位于沙河口区桃山农贸

民也是福到赚到了，不到半个月，已经中

民 于 2017 年 11 月 12 日 19 时 20 分 57

高，而且像这个中大奖彩民这种机选的比

市场的体彩第 16026 号投注站传出中奖

出了 3 注双色球头奖，除当期中出的 832

秒，在彩票登记地址为大连市旅顺口区龙

较多。双色球派奖后，他们组织了 25 人

喜讯：一位女彩民在投注站内刮出顶呱

万元头奖外，分别还在 11 月 2 日开奖的双

头街道龙头村 235 号的第 21020855 号

的合买，大家情绪都挺高。这次因为是头

刮
“甜蜜蜜”
票种头奖 10 万元。

色球第 2017129 期中出了 1 注 1000 万元

福彩投注站，以机选单式，投注 5 注 10

一次中一等奖，她和丈夫马上贴了大红喜

据中奖彩民王女士介绍，
中奖的这张

头 奖 ，在 11 月 7 日 开 奖 的 双 色 球 第

元，其第 3 注号码红球蓝球与当期开奖号

报，还买了鞭炮，又联系做条幅，想借机好

彩票是她 11 月 8 日购买的。当天下午老

2017131 期中出了 1 注 551 万元头奖。

码一模一样，幸运地中得 1 注头奖。

好宣传宣传。

伴在附近办事，
她就到附近的第16026号

7 注头奖 我市分享 1 注
当期双色球开出头奖 7 注，单注奖金

中奖投注站：
“终于可以挺起腰杆了”

为 832 多万元，其中 2 注为复式投注，单

11 月 13 日一早，当期头奖中奖投注

当期我市还中出 1 注二等奖

投注站买彩票打发时间，
顺便等老伴来接
她。平时就爱买顶呱刮的王女士，
询问投

双 色 球 第 2017133 期 开 出 二 等 奖

注站销售人员是否有没开封的顶呱刮。

223 注，单注奖金为 13 多万元。我省中

对方告知还有一本“甜蜜蜜”没有开封。

出 9 注，
我市分享 1 注。

王女士拿起这本彩票，就在店内刮了起

注奖金为 1332 万元（含加奖 500 万元），

站业主李女士来到店里，开机第一件事就

这 2 注一等奖特别奖花落 2 地，河北、上

是习惯性地看看昨天晚上双色球中奖情

当期我市二等奖中奖投注站是：彩票

来。刮到第 14 张的时候，
刮出了大奖 10

海各揽 1 注；另外 5 注为非复式投注，不参

况，发现自己投注站一个小奖都没中，正

登记地址为沙河口区春柳前玻璃楼 1-1

万元。王女士回忆说：
“我眼睛花，
当时知

与派奖，5 注非复式投注一等奖花落 5 地，

在叹气中，却猛然发现投注机中奖明细第

号的第 21020149 号福彩投注站，中奖彩

道中奖了，一时没数清楚几个零，
还特意

河北、辽宁、湖北、广东和新疆各中 1 注。

一行赫然有 1 注一等奖，她以为自己看错

民以前期号码照打 5 注单式投注，其第 5

询问了彩票站的销售员。”
结果，
对方惊喜

当期双色球六等奖开出 879 多万注，

了，睁大眼睛再次确认，却是真的中了一

注号码红球中 6 码，以 10 元中得 1 注 13

地告诉她：
您中了10万元哪。

其中 371 多万注为复式投注，参与派奖，

等奖。李女士说，当时别提多激动了。
“干

多万元二等奖。

记者李一

得知中了大奖，
王女士马上把好消息
告诉了老伴。第二天上午，
他们就一起来

福彩在线

到市体彩中心办理兑奖。领奖时，
夫妻俩
透露，
他们家庭条件还算不错，
平时买彩
票也是抱着娱乐的心态，
能否中奖其实并

刮刮乐“5 动奇迹”上市有好礼
近日，一款具有动感号召力的刮刮乐

在 2017 年 12 月 20 日 16:30 前（过期

新票“5 动奇迹”在大连上市。为感谢广

将不予兑付实物奖励），持本人身份证

大彩民的支持和厚爱，在该款彩票上市的

原件、中奖彩票（彩票票面中奖奖金

同时，大连市福彩中心将开展回馈彩民的

在 5000 元以下的，须先在销售网点

中奖送礼活动，活动时间即日起至 12 月

兑领票面奖金），到大连市福利彩票

18 日，共计 36 天。

发行中心（大连市沙河口区胜利路

中奖 500 元以上就送礼
在活动期间，彩民凡在大连辖区销售
网点购买刮刮乐
“5动奇迹”
彩票，
单张彩票
中奖奖金为 500 元的，除可获得彩票票面
奖金外，还可获得 5 袋大米和 5 桶食用油
（每袋大米 5kg，
每桶食用油 2.5L）；
单张彩

不太在意。这次能中奖，
带来的更多的是
精神上的快乐。他们认为买体育彩票能
为公益事业尽一份力，而且还有机会中
奖，
非常值得长期坚持购买。

彩民 10 元喜中刮刮乐
“7 乐无穷”10 万奖金

335 号）登记相关信息，办理实物奖
励申领手续，奖品将由苏宁公司配
送到获奖者手中，不收取任何费

大连彩民最近手气好到无敌，
9 日下

用。

午 5 时，
在我市位于瓦房店市花园小区南
门二建 1 号楼的第 21020593 号福彩投

“5 动奇迹”头奖 10 万元
刮刮乐“5 动奇迹”票面名称设计灵

级，头奖 10 万元。该款彩票玩法简单，突

票中奖奖金为 1000 元及以上的，
除可获得

感源于当下流行的电视节目《舞动奇迹》，

出了“5”的主题。刮开覆盖膜，如果任意

彩票票面奖金外，
还可获得OPPO R11手

其主题凸显出年轻一代激情澎湃、奋发向

一个“我的号码”与任意一个“中奖号码”

机（4G+64G全网通智能手机）1部。

上的精神。有梦想就有舞台，梦有多大，

相同，即可获得该“我的号码”下方所对应

舞台就有多大，也突出了福利彩票的文化

的奖金；如果刮出带着天使翅膀的数字 5

内涵。

的图符，即可获得该图符下方所对应奖金

奖品领取到市福彩中心办理
根据规定，本次活动中的中奖彩民应

记者李一

“5 动奇迹”面值 5 元，共设 12 个奖

的 5 倍。中奖奖金兼中兼得。 记者李一

注站，
一位彩民刮出了刮刮乐
“7 乐无穷”
最高奖 10 万元大奖。中出这个刮刮乐大
奖的是个标准的80后彩民晓明。
据晓明介绍，
他是个忠实彩民，
每期
双色球都会买，每次买的也不多，只买 2
注，既不守号，也不研究，
每次都是机选。
在每次买双色球的时候，
他都会顺手买10
元钱的刮刮乐。按照晓明的说法，
他给自
己定的标准就是每次买彩票的投注绝不

体彩在线

超过14块钱。当然凡事都有例外，
9日下
午他带着儿子去了彩票站，还像往常一

大连足彩高手艺高人胆大 擒获奖金 411 万
我市热爱足彩玩法的众多彩民中，一

比赛则采用全包投注，
形成一张复式彩票。

当期全国一等奖中出 12 注，单注奖

样，
两注双色球、
两张刮刮乐，
父子俩一人
一张开始刮刮刮乐，
结果没中。
父亲看着儿子有点失落的小情绪，

开奖结果证明，贺先生这张防止冷门

金 357 万元，上期 1223 万元滚存清空；二

为了照顾孩子的情绪，就破例又刮了两

足彩胜负彩 14 场，一人揽获一等奖 1 注、

的复式彩票，十分有必要。11 月 2 日，胜

等奖开出 363 注 3.6 万元。最终，贺先生

张，但是还是没中。晓明跟儿子说，
再买

二等奖 15 注，总计将 411.7 万元的大奖收

负彩第 17163 期开奖结果揭晓。当期比

凭借这张复式票，一人命中一等奖 1 注，

最后一张,不管中不中奖，都回家。儿子

入囊中，成为当期的大赢家。

赛，冷门跌出。焦点战中，皇马客场 1-3

奖金 357 万元，二等奖 15 注，单注奖金

答应了。然后就中了 10 万元！晓明说

负于热刺；多特主场 1-1 被希腊人逼平，

3.6 万元，奖金合计 411.7 万元。对于此

买彩票这么多年，已经把这件事当做是

第17163期比赛进行投注，
购彩地点为位于

爆出 1 大冷门。马竞主场 1-1 冷平弱旅卡

次中得足彩大奖，贺先生显得很低调，并

日常消遣娱乐方式了，之前最多也就中

甘井子区南关岭丛岭街 35 号的体彩第

拉巴赫造 1 赔 7.98 倍大冷；巴黎圣日耳曼

不愿多言。只透露自己常年购买足彩，完

10 元钱，刮刮乐最多也就中过 200 元，

16051号投注站。贺先生仅对4场比赛进行

主场 5-0 大胜安德莱，巴萨和尤文作客纷

全是兴趣爱好所然，以前也曾中过不少

没想到这次竟然中了 10 万元。

单选投注，
5场比赛进行双选投注，
其余5场

纷战平，造出小冷。

奖，但都没有这次奖金数额大。 记者李一

直不乏高手。近日，一位足彩高手购买的

中奖彩民贺先生于10月31日对胜负彩

金夕

